
附录 IV 至第 IV 部分：审核报告模板 v4.1 
 

第 4.1 版 - 2017 年 7 月 1 / 6 

附录 IV 审核报告模板 
 
本报告的内容包括应以英文上传的不符合摘要。检查表和完成的不符合 (NC) 表单可
采用本国语言上传。 
 
审核以抽样为基础 参考 
 ISO 17021-1，9.4.8 
审核本身和本报告只反映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的评估程度；

因此它们属于样本。它们只包含当前显而易见的内容。 
9.4.8.2.o)。 

 
组织概况 
获证组织描述。 
 ISO 17021-1，9.4.8 
依法注册的名称  9.4.8.2.b) 
注册 商会和/或政府注册号 9.4.8.2.b) 
位置 街道地址、城市、国家/地区 9.4.8.2.b) 
联系人 姓名、职责、电子邮箱、电话 9.4.8.2.b) 
受审核组织的总体描

述 
 9.4.8.2.b) 

 
 ISO 17021-1，9.4.8 
总部（若适用） 9.4.8.2.b) 
总部角色描述。 
公司是否隶属于具有中心总部的大型集团？ 
与认证相关的某些职能是否受总部控制？ 
认证证书上是否显示总部？ 
依法注册的名称  9.4.8.2.b) 
商业名称  9.4.8.2.b) 
注册 商会和/或政府注册号  
位置 街道地址、城市、国家/地区 9.4.8.2.b) 
联系人 姓名、职责、电子邮箱、电话 9.4.8.2.b) 
场所数量 食物链类别 A、E、FI 和 G 可能有

多个场所。食物链类别 C、D、I 和 
K 除外，即： 
• 总部控制与认证相关的某些职能

（可适当减少 20% 的审核时

间） 
• 组织有非现场活动（最多五个非

现场地点）。 

9.4.8.2.b) 

季节性活动 应审核此范围覆盖的所有活动 ISO 22003，9.1.2 
 
执行摘要 
 ISO 17021-1，9.4.8 
审核发现摘要 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和有效性声明以及 9.4.8.3.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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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述相关证据的摘要：  
• 管理体系满足适用要求和预期结

果的能力； 
• 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过程； 

审核目标已实现的

符合性 
 9.4.8.3.c) 

未解决的问题 根据审核结果记录任何未解决的问题 9.4.8.2.m) 
 
审核范围 
 ISO 17021-1，9.4.8 
食品类别 支持范围说明的食品链类别（多个

食品链类别可能适用，参见 
ISO/TS22003，表 A.1） 

9.4.8.2.f) 

范围说明 详细说明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中涵盖

的及认证中所提及的产品或产品类

别、流程和生产场所。 

9.4.8.2.f) 

排除情况（如果适

用） 
描述从范围内排除的内容（排除的

内容不会对认证的最终产品产生[负
面]影响）。 

9.4.8.2.f) 

范围说明验证 确认范围说明是合适的 9.4.8.3.b) 
 
审核方案和计划 

 ISO 17021-1，9.4.8 
审核方案 上传文件  
审核方案偏差 描述影响审核方案的问题及其原因 9.4.8.2.h) 
审核计划 上传文件  
审核计划偏离 描述影响审核计划的问题及其原因 9.4.8.2.g) 
 
 
审核发现摘要 
 ISO 17021-1，9.4.8 
关键不符合 关键不符合数量及简要说明（已

提出或已关闭） 
9.4.8.2.k) 

严重不符合 严重不符合数量及简要说明（已

提出或已关闭） 
9.4.8.2.k) 

一般不符合 一般不符合数量及简要说明（已

提出或已关闭） 
9.4.8.2.k) 

关注的领域（仅限第 
1 阶段） 

可能导致第 2 阶段审核不符合的

第 1 阶段发现数量及简要说明。 
9.4.8.2.k) 

 
审核详细说明之前的审核 
 ISO 17021-1，9.4.8 
审核类型  9.4.8.2.c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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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日期   9.4.8.2.j) 
认证机构 (CB) 执行

审核 
 9.4.8.2.a) 

关闭之前审核中的 
NC 

关闭之前的审核结果的 CAP 和客

观证据。 
9.4.8.2.r) 

 
总体审核发现 
 ISO 17021-1，9.4.8 
遵守法规 概述公司现状、任何政府检查结果

等 
主管当局的要求 

变更管理 概述与变更相关的发现（如与之前

的审核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FSMS 
等比较）以及对现行食品安全管理

体系 FSMS 的影响。 

9.4.8.2.l) 

投诉管理 概述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投诉（包括

客户反馈）以及对现行食品安全管

理体系 FSMS 的影响。 

ISO 17021-1，
9.6.2.2 

召回和撤回 概述召回/撤回情况、给认证机构 
(CB) 的实际通知以及对现行食品

安全管理体系 FSMS 的影响。 

ISO 17021-1，
9.6.2.2 

客户使用 FSSC 
22000 标志和认证

文件 

评估标志和认证文件的正确使用 9.4.8.2.r) 

 
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(ISO 22000:2005) 审核发现 
 ISO 17021-1，9.4.8 
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ISO22000 第 4.1 和 4.2 部分相

关审核发现的概述，同时简要说明

所有部分，特别是那些存在不符合 
(NC) 的部分，包括参考检查表中

的详细信息。 

9.4.8.2.k) 
9.4.8.3.a) 

管理承诺 ISO22000 第 5.1 至 5.8 部分相

关审核发现的概述，同时简要说明

所有部分，特别是那些存在不符合 
(NC) 的部分，包括参考检查表中

的详细信息。 

9.4.8.2.k) 
9.4.8.3.a) 

资源管理 ISO22000 第 6.1 至 6.4 部分相

关审核发现的概述，同时简要说明

所有部分，特别是那些存在不符合 
(NC) 的部分，包括参考检查表中

的详细信息。 

9.4.8.2.k) 
9.4.8.3.a) 

安全产品的策划和实

现 
ISO22000 第 7.1 至 7.10 部分

相关审核发现的概述，同时简要说

明所有部分，特别是那些存在不符

9.4.8.2.k) 
9.4.8.3.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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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(NC) 的部分，包括参考检查表

中的详细信息。 
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
FSMS 的确认、验证

和改进 

ISO22000 第 8.1 至 8.5 部分相

关审核发现的概述，同时简要说明

所有部分，特别是那些存在不符合 
(NC) 的部分，包括参考检查表中

的详细信息。 

9.4.8.2.k) 
9.4.8.3.a) 

食品欺诈减损 概述与食品欺诈减损相关的审核发

现 
 

食品防护 概述与食物防护相关的审核发现  
 
前提方案审核发现（PRP 标准版本的名称） 
 ISO 17021-1，9.4.8 
前提方案 (PRP) 实施

情况概述 
 

概述与前提方案 (PRP) 相关的审

核发现。 
简要说明相关前提方案 (PRP) 的
所有部分，特别是那些存在不符合 
(NC) 的部分，包括参考检查表中

的详细信息。 

9.4.8.2.k) 

 
附加要求审核发现  
 ISO 17021-1，9.4.8 
所有附加要求的概述 简要概述附加要求的所有部分，特

别是那些存在不符合 (NC) 的部

分，包括参考检查表中的详细信

息。 

9.4.8.2.k) 

 
审核建议 
  ISO 17021-1，9.4.8 
要重复第 1 阶段审

核 
认证委员会继续第 2 阶段审核的决

议或实现第 1 阶段目标 
(9.3.1.2.2) 或第 2 阶段目标 
(9.3.1.3) 的认证。 
 

9.4.8.2.p) 

继续第 2 阶段审核 
初次认证 
继续认证  
再认证 
 
审核详情 
 ISO 17021-1，9.4.8 
证书号  ISO 17021-1，

8.2.2.d） 
认证机构 (CB) 名
称和办公地点 

 9.4.8.2.a) 

审核语言 审核期间使用的双方商定的语言 9.1.2.2. e) 
审核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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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1（角色） 主任审核员 / 审核员 / 技术专家 / 
翻译员 / 等 

9.4.8.2.i) 

姓名 2（角色） 主任审核员 / 审核员 / 技术专家 / 
翻译员 / 等 

9.4.8.2.i) 

姓名 3（角色） 主任审核员 / 审核员 / 技术专家 / 
翻译员 / 等 

9.4.8.2.i) 

审核目的 确认任何特殊关注区域 9.4.8.2.e) 
审核标准 评估政策、程序和要求。 9.4.8.2.d) 
审核类型 认证（第 1 阶段或第 2 阶段）/监督

审核/再认证/跟踪审核/升级审核/转
换审核/不通知审核 

9.4.8.2.c) 

审核日期和时间 开始和结束日期，包括时间。 9.4.8.2.j) 
审核时长计算 
（审核人天） 

还要说明总部时间（不含生产）– 如
果适用 

9.4.8.2.j) 

审核时间减少 参见例外情况 9.4.8.2.g) 
ISO 17021-1，9.1.4 
ISO 22003，9.1.4 

非现场活动的附加

审核时间 
参见例外情况 9.4.8.2.g) 

ISO 17021-1，9.1.4 
ISO 22003，9.1.4 

现场审核时间计算  
D H MS FTE FSSC 增加

的审核天数 
9.4.8.2.g) 
ISO 17021-1，9.1.4 
ISO 22003，9.1.4 

      
其他标准 注明与 FSSC 22000 一起审核的其

他标准。还要显示审核类型和分配给

这些标准的人天数。 

9.4.8.2.n) 
 

HACCP 项目数量 描述详情并交叉检查审核时间计算。 9.4.8.2.g) 
ISO 17021-1，9.1.4 
ISO 22003，9.1.4 

员工人数 (FTE) 交叉检查审核时间计算。 9.4.8.2.g) 
ISO 17021-1，9.1.4 
ISO 22003，9.1.4 

班次数量 交叉检查审核时间计算。 9.4.8.2.g) 
ISO 17021-1，9.1.4 
ISO 22003，9.1.4 

每班次员工数量 
(FTE) 

交叉检查审核时间计算。 9.4.8.2.g) 
ISO 17021-1，9.1.4 
ISO 22003，9.1.4 

非现场活动  
描述被审核方雇佣的任何第三方非现场服务，例如贮存、运

输、半成品生产等。 
9.4.8.2.j) 

依法注册的名称   9.4.8.2.j) 
商业名称  9.4.8.2.j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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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  9.4.8.2.j) 和 f) 
 

位置  9.4.8.2.j) 
 
附录（本国语言） 
附录 1：审核计划和审核方案（上传文件） 
附录 2：签到表 
附录 3：ISO 22000:2005 检查表 
附录 4：适用于审核范围的 PRP 标准检查表（未在第 1 阶段审核） 
附录 5：FSSC 附加要求检查表 
 


